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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龙海) 1 月
8 日，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 。 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陆前
进教授团队领衔完成的科研
项目成果 “红斑狼疮诊治策
略及其关键技术的创新与应
用 ” 荣获 2017 年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红斑狼疮是一种严重危害
人类健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
好发于育龄期女性， 可损害多
个器官、 系统， 病程迁延不愈，
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该病临床表现千变万化， 容易
造成误诊、 漏诊， 而且由于病
因复杂 、 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
临床诊治水平的提升长期以来
受到限制。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
因， 红斑狼疮一直是世界性医
学难题， 也是国内外众多医学
科学家们努力的方向。

陆前进教授率领的湘雅二
医院皮肤科临床科研团队， 围
绕红斑狼疮这一复杂性疾病的
诊治难题 ， 在国家 “973” 计

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等近 30
项国家级课题资助下开展了长
达 20 多年的持续攻关研究， 较
系统、 深入地揭示了该病发病
机制中的关键环节与分子， 并
相应地研发出新型诊治技术 ，
突破了现有的诊断瓶颈， 实现
了红斑狼疮诊治水平的跨越式
提升。

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 陆
前进教授和他的团队取得了一
系列令人瞩目的创新性研究成
果。 在红斑狼疮的发病机制方
面， 系统地提出了红斑狼疮表
观遗传发病机制新学说， 揭示
了红斑狼疮表观遗传发病机制
的关键环节与分子， 揭开了红
斑狼疮女性易感的神秘面纱 ，
陆前进教授曾作为全球有重要
发现的三位专家之一， 被邀出
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
七十届美国风湿病年会， 并就
红斑狼疮女性易感性机制做大
会特别演讲， 在国际上引起较
大反响。

在临床诊断方面， 陆前进教
授团队积极推动上述基础研究
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 创新性
地建立了高特异性及高敏感性
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DNA 甲基化
诊断技术， 首次将红斑狼疮诊
断提高到基因水平， 该检测方
法同时具有高特异性和高敏感
性 (分别达 95%和 90%以上 )，
明显优于国际上现有实验室指
标， 基于该标记物所建立的诊
断新技术突破了目前红斑狼疮
诊断瓶颈， 实现了该病的精准
诊断。 随着这一技术的进一步
推广应用， 临床上对红斑狼疮
的检测诊断将更为准确， 误诊、
漏诊的风险大大降低， 特别是
对基层医院红斑狼疮的诊断水
平将有明显提升。 结合数十年
的红斑狼疮临床诊治经验， 陆
前进教授团队还系统总结了皮
肤型红斑狼疮的临床和免疫学
特征， 在国际上首次命名一种
新 型 皮 肤 型 红 斑 狼 疮—
“Blaschko 线状狼疮 ”， 得到国
际同行专家的认可。

战“狼”不止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珏） “没想到我肾脏
内的结石长有这么大这么多， 现在顺利被摘
除了， 心里舒坦多了。” 1 月 4 日， 湖南省人
民医院马王堆院区泌尿四科成功为老林进行取
石手术， 摘除了大小结石重达 0.5 千克多。

家住长沙的 58 岁老林， 肾脏结石病痛伴
随他有 30 多年了。 前不久， 老林又因为肾结
石疼痛难忍， 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该院就诊。
入院后， 检查结果发现， 老林为左肾多发铸型
结石， 其形状如同杯盏， 又像鹿角， 整个左肾
盂和所有肾盏腔隙都被结石填满， 并引发了轻
度肾积水。 “这结石被忽视不治太久了， 导致
现在整个左肾都是结石。” 医生惊叹道。

针对老林病情， 泌尿四科精心设计手术
方案， 实施了难度极高的 “左侧肾盂切开取
石术、 肾盂成形术、 肾实质切开取石术”， 三
个多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目前， 老林术后
康复情况良好。

“湖南是泌尿系结石高发地， 肾结石最为
常见， 平时如有腰酸， 血尿即应引起警觉。”
泌尿四科负责人杨科提醒， 对于防治肾结石
来说， 定期体检， 早发现、 早治疗， 非常重
要。 预防肾结石多喝白开水是关键。 水质以
软质水为宜， 如果在水里泡点柠檬对预防结
石更有帮助。

一侧肾脏长满结石

������又讯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脊柱外科主
任吕国华教授和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
文军教授等参与的项目———“寰枢椎脱位中
西医结合治疗技术体系的创建与临床应用”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寰枢椎脱位是骨科的常见危急重症 ，
创伤是其主要病因。 仅交通事故创伤中颈
椎损伤可达 39% ， 其中寰枢椎损伤可达
10%～15%， 严重寰枢椎脱位的死亡率可高
达 44～71%， 曾被视为骨科手术的 “禁区”。
临床对寰枢椎脱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 ，
许多严重寰枢椎脱位病人只能在绝望中无
助地等待高位截瘫和死亡。

由中日友好医院谭明生教授等领衔的本
项目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 创研寰椎
椎弓根钉技术 ， 充分体现 “动静结合 ，
筋骨并重 ” 的骨科学术思想 ； 手术联合
中药疏通督脉 ， 充分体现了脊髓减压与
中医辨证治疗的创新思想 ； 创建寰枢椎
脱位中西医结合 TOI 外科分型 ， 据此确
定本病证治新策略 。 从而提高了临床疗
效 ， 极大地简化了传统手术的复杂性 ，
缩短手术时间 ， 减少术中出血 ， 提高手
术的安全性 ， 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
原有关节的功能 ， 恢复患者的工作生活
能力。

�������1 月 7 日，
一位家长带着
小朋友在“鸟
巢” 内体验雪
地 自 行 车 。
当日， 随着国
家体育场“鸟
巢” 北侧附场
滑雪场正式对
外迎客， 第九
届“鸟巢” 欢
乐冰雪季全面
开放， 并将视
天气情况持续
举 办 至 3 月
初。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参与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湘雅二医院吕国华、南华大学附一院王文军

男子痛了 30年“鸟巢”迎来欢乐冰雪季

投诉被打 夜跑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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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前进团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